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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5日讯 近
5000名A、B证驾驶员逾期未
审验，近20000本驾驶证面临
注销， 近7成驾驶员联系方式
变更未备案。长沙交警今日发
出驾驶证使用警示，呼吁驾驶
人关注驾驶证状态。如果发现
驾驶证没有审验或已属于注
销可恢复状态，请赶紧前往车
管分所办理恢复。

A、B类驾驶证
必须年度审验

今年1月1日起， 根据新
交规三类驾驶人需参加审
验： 持A、B类驾驶证在一个
计分周期内有违法计分的；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
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
驾驶证的；校车驾驶员。审验
日期为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
30日内。

目前长沙地区共有A、B
类准驾车型驾驶员 237171
名， 截至11月14日仍有4990
名驾驶员逾期未审验。

交警部门开通了短信告
知业务， 当车辆及驾驶人处
于车管业务临界状态时，通
过手机短信方式提醒当事人
办理。 然而工作人员逐一拨
打逾期未审验的4990名驾驶
人留存的电话号码， 真正能
接通并为驾驶人本人的只有
三成。

“没审验开车上路， 不仅
要被罚款，驾照还要被降级。”

长沙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民警
向子仪表示，办理审验手续十
分简单，且城区及四区县市的
车管所都可以办理。对于逾期
不参加审验仍驾驶机动车的，
将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
款；连续三个记分周期不参加
审验的，则注销其最高准驾车
型驾驶资格。

2万驾驶证
面临彻底作废

记者从车管所了解到，
长沙地区属注销可恢复状态
的驾驶人共18894名，有相当
一部分驾驶证已处于临界状
态。

根据规定，超过驾驶证有
效期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以
及年龄在60周岁以上，在一个
记分周期结束后一年内没有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车管所
将注销驾驶证。被注销的驾驶
证没有超过二年的，驾驶人可
以通过参加驾考科目一考试，
合格后来恢复驾驶资格。两年
后就不能恢复了，要重新考驾
照。

驾驶证违法处理完毕后
开具考试通知书，到驾考中心
考完科目一后就可以恢复驾
驶证资格。驾驶员可以在网上
车管所通知公告栏目中查询，
交警每个月都会公布注销可
恢复驾驶证的名单。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吴清杨

注意了！2万长沙司机驾照将作废
赶紧上网查查你的驾驶证状态 发现异常赶紧去车管所恢复

提醒广大驾驶员， 年度
审验、 驾驶证注销可恢复等
业务不能代办， 须驾驶人本
人到车管部门办理。 驾驶员
登录长沙公安交警网站http:
//www.hncsjj.gov.cn�或长 沙
交警车管所网上信息服务平
台（网上车管所）http://www.
csjjcgs.cn/查询自己的驾驶证
状态， 发现驾驶证状态异常
的， 请尽快到就近的车管分
所办理。

目前，长沙交警在支队
各处罚、车管等窗口均开通
了登记信息变更业务，机动
车驾驶人联系电话、联系地
址以及A、B证驾驶人从业
单位等信息发生变化的，可
就近到交警窗口部门办理。
驾驶员也可登录网上车管
所 http://www.csjjcgs .cn/� 或
工作时间内拨打 96588电话
留言车辆及驾驶人变动信
息。

三种办法变更联系方式

1991年， 他是长沙县高考
理科状元；1996年，他是清华大
学优秀毕业生；2000年，他是广
州外企的高薪白领……现在，
他是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一
名普通保安，他是张晓勇。

22年， 他的人身轨迹为何
有如此大的变化？ 是什么让他
放弃梦想与高薪工作？ 又是什
么让他安心拿着月薪两千元的
工资，为小区居民当“保姆”。11
月15日，记者走近了他。

清华大学高材生当保安

3张桌子配上几把木椅，墙
面挂钩上吊着6把巡视用的巡
逻棒， 不足十平方米的保安室
是张晓勇坚守5年的地方。

张晓勇每天的工作就是在
小区内巡视。哪家的狗狗被偷，
哪家又遭了贼， 哪家夫妻又吵
架了，这些都是他的分内事。

对于小区里有个清华大学
毕业的保安， 业主们显得很淡
然。 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
保安， 在大伙儿心目中是一个
称职的小区保姆。“他刚来时大
家觉得很稀奇， 是大家茶余饭
后的谈资。 日子一长也就不稀
奇了。”芙蓉区火星街道兴和社
区专干朱薇说。

对于那些年的事， 张晓勇
只有淡淡一笑。每天早上8点赶
到办公室， 一个月休息4天，月
底领取2000多元的工资， 这些
才是更实在的事情。

也曾有过科学家梦

“538分。”时隔22年，张晓
勇仍清晰地记得自己的高考分
数。1991年张晓勇以长沙县理
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
学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在乡
亲们骄傲而激励的目光中，腰
杆挺得笔直的他立志在生物领

域做出一番成就来。 他在学校
里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 在当
时整个学院都小有名气。

1996年毕业， 正赶上国家
实行“双轨”制度。一方面国家
依然对大学生进行分配， 但分
配的地点和工作不由自己选
择；另一方面，企业主动来学校
招聘。 张晓勇最后决定去广州
一家中外合资日化企业，“当时
想着，可以从事产品研发，也算
是没有辜负理想。”

然而事与愿违， 张晓勇被
分配到了客服部。 这个结果好
像一盆冷水， 把张晓勇的一腔
热情和抱负给浇灭了。

梦想磨灭返乡尽孝

“开始两年我还期盼能回
到研发岗位。 后来发现公司的
研发重点在国外， 我转到研发
岗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张晓
勇回忆道，在广州的最后一年，
父亲突然生病瘫倒在床。

父母在， 不远游， 张晓勇
想：“在广州漂几年， 既没成家
也没立业，还是回家吧。”

回到长沙，事业也没起色。
在房产公司呆了几年， 期间经
历他没有多说， 最后便在马王
堆陶瓷市场当上了保安。

7年前， 张晓勇结了婚，如
今小孩也6岁了。他每天下班回
家就做饭、照顾小孩子。

他时常想起小时候：某天，
吃完饭后他拿着碗筷去洗，没
想母亲气急败坏地夺过碗，狠
狠地摔在地上说：“大男人应该
志在四方，不在锅碗瓢盆。”

如今， 张晓勇觉得梦想就
像那只被母亲摔碎的碗，“我不
是怀才不遇， 只是当梦想与现
实发生激烈碰撞时， 选择安于
现状。”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浩

林锐新

清华大学高材生甘当月薪两千保安
他曾是县里高考“状元”，做过白领，毕业17年没参加过同学会

对于张晓勇的经历，小区居民
持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张晓勇在家门口当
保安， 病床前尽孝心是另一种成
功。“牺牲一部分事业，把更多的心
思放在家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
置就好。”

也有人为他感到可惜：“照顾父
母也可以从事更能发挥才智的工
作。不是保安工作不好，只是感觉他
可以学以致用，干出一番事业。”

对此， 社会学专家方向新称，接
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去做保安，从某种
意义上讲是有些浪费资源，做一些自
己不适应的工作， 不仅工作做不好，
还把原来的专业技能给遗忘了。“如
果他对此工作感兴趣，愿意在这个行
业发展，也就无可厚非了。”

他建议，有能力从事非本专业
的工作，完全可以根据爱好选择发
展。但如果发现工作掣肘，再次选
择时尽量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会
更易于提高自己。
（市民郑先生提供线索，奖励50元）

那些年里，张晓勇往往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太多言语。梦想就像那只被母亲摔碎的碗，再也回不去了。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有人感到可惜
有人认为是另一种成功

“绿色卫士”
将招600名志愿者

11月15日，省文明办、省
环保厅、团省委、省志工办联
合召开保护湘江“绿色卫士”
行动新闻发布会。未来3年，我
省将招募600名志愿者，对一
切污染湘江的行为进行监督，
定时定期抽取水质报告，共同
维护母亲河的健康。

据悉，今年200名已招募
完成，他们将接受专业环保知
识培训后，整合为8—10人小
分队，将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各市州市民也可以拨打区
号+12369对污染湘江行为进
行投诉和举报。 ■张颐佳

所有公共服务事项
进政务中心

本报 11月15日讯 今日，
长沙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争
创人民满意政务服务中心活动
动员大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

除因涉密、场地限制、取消
下放、 只涉及体制内单位等不
宜进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项
目外，其他所有行政许可项目、
非行政许可项目、 年检项目和
公共服务事项全部进入各级政
务服务中心及分中心办理，实
现政务“一站式办理”。

活动从2013年底开始，
至2016年年底进行总结评
议。 ■彭斌 刘革命

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张晓勇
表现得很淡然：“曾经的梦想磨灭
了这么多年，一切都应该习惯了。”

但他也坦言，1996年毕业后17
年来， 他从没有参加过大学同学
会。因为“同学们问起什么来，我真
不知道该怎么说”。 毕业后他只去
过一次北京看好友兼同学，对方问
起工作情况，张晓勇下意识地撒了
谎，说在长沙搞房产，是中产阶级。

… 背后

17年来从未参加同学会


